
▶▶全文详见

2015年 9月 22日 星期二HENAN DAILY 3组版编辑 马 涛 刘志强要要 闻闻

（上接第一版）能不能推进新乡旅游与
大健康向更高层次融合，形成可持续发
展的产业，打造成为新乡市的主导产
业？能否让大健康产业带动一二三产
业整体提升，抢占新一轮产业发展的制
高点？新乡市委、市政府又开始了新一
轮的谋划。

为此，新乡市提出了“大旅游、大文
化、大健康、大体育”产业融合发展的战
略部署，力争通过大健康产业发展，带
动新乡休闲健身、养老康复等更多相关
产业共同发展。

新乡与深圳市健康产业发展促进
会合作，谋划编制“新乡市大健康产业
规划”，重点围绕“一个中心、三个板块”

（即一个大健康研发中心，南太行、平原
示范区、沿黄生态区三个板块），突出规
模化、集聚化、高端化、品牌化，着力构
建大健康产业体系。

今年以来，新乡已谋划了包括卫辉

古城、延津县森林公园动物世界、新乡县
107 大学生文化创意产业园等 10 多个投
资达百亿元的产业融合发展项目。前不
久，在新乡市城区，以文化、旅游、古玩、餐
饮、娱乐、休闲为特色的关帝庙历史文化
街一建成，就成为新乡“文化新地标”；卫
辉市也在跃跃欲试，拟投资72.5亿元的古
城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计划用 10 年
时间，将卫辉古城打造成中原水城休闲诞
生地、河南王府文化策源地、区域情调人
群聚集地、格调度假产品产生地；河南百
泉药都集团计划投资两个亿，构建“文化·
会展+基地+仓储·物流”于一体的中药材
产业链条；凤泉区拟用 5年时间将凤凰山
打造成一个集生态休闲、体育锻炼、健身
娱乐等功能的森林公园……

为推进大健康产业发展，积极打造
中原大健康产业基地，新乡市与西部控
股公司计划总投资 300 亿元，以医药医
疗大健康产品保税交易为特色，在新乡

平原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国际大健
康产业园”，带动医疗保健、休闲养生等
相关产业发展；同时实施的“南太行大
健康产业园”项目，包含西部控股计划
投资 150 亿元建设的南太行大健康产业
及基础设施项目、投资 10 亿元的中航集
团房车宿营基地项目和上八里镇演艺
中心综合开发项目等。

新乡市委书记舒庆表示，新乡已将大
健康产业发展列入全市“两大一高”战略
工程，并作为重要内容拟列入“十三五”规
划，就是要发挥新乡优质资源的整合效
应，围绕人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树立
大健康理念、开展大健康教育、创新大
健康技术、完善大健康服务，开展以旅
游休闲、文化体育、康复养老等多个与
人类健康紧密相关领域的大健康产业，
全程、全面、全要素呵护生命与健康，抢
占大健康产业发展制高点，培育新乡新
的经济升级版。

整合优质资源，催生新乡大健康产业

本报讯 （记者张建新）9 月 21
日，省委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在
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尹晋华
出席会议并对开展今年第三轮专项
巡视进行动员部署，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中央修订颁布的巡视工作条
例，用条例武装思想、规范工作、强
化责任，全面规范和提升巡视巡察
工作，继续保持发扬优良传统和作
风，圆满完成第三轮巡视工作任务。

尹晋华指出，巡视工作条例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修订的第一
部党内监督法规，是深入贯彻落实
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党内
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果。全省各
级党组织特别是纪检监察系统、巡
视巡察机构要深刻认识条例是全面
从严治党、依规管党治党的制度利
器，是党章规定的具体化和程序化，
是巡视工作创新成果的固化和升
华，是开展巡视工作的基本遵循和

制度保障，严肃认真地抓好条例的
学习宣传贯彻。

尹晋华强调，贯彻执行条例要
在全面规范巡视巡察工作的基础
上，进一步高度聚焦，牢牢聚焦主业
主责，盯住重点人、重点事和重点问
题；把纪律挺在前沿，坚持纪严于
法，抓早抓小；认真研究把握“专”的
特点，找准主要矛盾；更加重视巡视
成果运用，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要用条例强化责任，各级党
委要切实担起主体责任，巡视巡察
办要扎实履行“统筹、协调、指导”职
责，巡视巡察组要敢于担当忠诚履
职，巡视巡察干部要以过硬的纪律
作风树立形象，确保条例得到不折
不扣贯彻执行。

据悉，今年第三轮巡视工作将
对除兰考县外的 9 个省直管县和郑
州 等 10 个 省 辖 市 所 属 的 41 个 县

（市、区），共计 50 个县（市、区）开展
专项巡视。巡视时间从 10 月 9 日开
始，到 11 月 20 日前结束。③8

本报讯 （记者王延辉）9 月 21
日下午，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我们的
价值观、我们的中国梦”为主题，在
中央电视台“时代楷模”发布厅向全
社会发布李文祥先进事迹，并授予
其“时代楷模”荣誉称号。省委常
委、宣传部长赵素萍出席发布活动。

时代楷模是平凡的人，但他们
却拥有不平凡的精神。李文祥是濮
阳市农民，在战争年代，他先后参加
了济南、淮海、渡江和平潭岛等战
役，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显赫战功，
荣获“战斗英雄”“特等人民功臣”等
称号。1962 年，他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主动回乡务农，藏起荣誉功勋，
扎根农村，50 年如一日带领群众脱
贫致富，不问索取，为党和人民再立
新功，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

半生戎马从军路，半世光阴乡土
情，李文祥用前半生为祖国奋勇杀

敌，用后半生为故乡默默奉献。“时代
楷模”发布活动现场宣读了中共中央
宣传部关于“时代楷模”李文祥的表
彰决定，播放了他的先进事迹短片，
展示了中国楹联学会和中华诗词学
会创作的反映其崇高精神的楹联和
诗词。因身体原因，90岁高龄的李文
祥老人无法来到现场，他的女儿李金
英捧着父亲珍藏一生荣誉的小布包
走上前台，并与现场观众分享父亲的
故事。随后，李金英代表父亲领取了

“时代楷模”纪念章和荣誉证书。
发布活动结束后，赵素萍握着

李金英的手说：“感谢你再一次带给
我们感动，老英雄是我们的榜样，也
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全社
会大力学习和弘扬。”

据了解，此次发布活动将于 9
月 25 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
出。③7

前半生戎马倥偬、战功显赫，淮
海、渡江等 10 多次重大战役都留下
了他鏖战沙场的身影，一等功、特等
功的勋章曾在他胸前闪耀。

此后 50 多年的岁月里，他却甘
当中原大地上一个普通的庄稼汉，
将所有的军功和荣耀都装进了一个
小布包。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平淡不能泯。能做到其
中 一 条 就 很 不 易 ，但 他 全 部 做 到
了。”作家二月河曾如此评价他。

他是李文祥，1925 年，出生在
河南省濮阳市范县白衣阁乡北街
村一个贫苦农家。幼年丧母，为求
生 计 的 他 在 兵 荒 马 乱 中 辗 转 奔
突。1947 年，李文祥正式参军加入
华野 10 纵，骁勇善战的潜质很快得
以施展。

1949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李文祥，历任解放军战士、班长、排
长和副连长。尽管职务不高，他却
先后荣立特等功、一等功，获得特等
人民功臣奖状、战斗模范称号等。

1956 年，李文祥转业安置到福

建省建设厅工作，他不愿坐在舒适
的办公室，先后辗转于三明、泉州、
莆田等地，岗位越换越苦。

1962 年，国家号召干部精简下
乡支农，他像当年在战场上一样，再
次身先士卒。

带着妻子重返范县老家，李文
祥拥有的仅是生产队给的 3 分自留
地和 15 公斤麦子，住处是村里四处
透风的破庙。一直到 1983 年，他才
盖起了属于自己的三间平房。因为
不像当干部时那样宽裕，李文祥曾
被老父追到街上大打出手……

（据新华社郑州9月21日电）

本报讯 （记者尹江勇）9 月 21
日，副省长徐济超与省科技厅、省
教育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负责
同志一行，先后赴郑州大学西亚斯
国际学院和黄河科技学院，考察调
研郑州市高校创新创业工作。

考察结束后，徐济超指出，新常
态下我省必须围绕创新驱动做好各
方面工作。特别是在教育领域，要
改变一些传统模式和观念，帮助学
生建立良好的创新创业思维，形成
良好的创新文化，支撑国家的创新
发展。高校建设创新创业孵化器分
为几个层次：最基础的是教育功能

的拓展，第二个层次是引起企业的
关注、需求与合作，最高层次是达到
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大企业愿意入
驻合作，大的投资公司也纷纷跟进，
共同创办高科技企业。

关于政府如何支持高校创新
创业工作，徐济超表示，在高校前
期拓展教育功能阶段，政府会按
照教育方面政策给予支持。如果
高校创新创业进入跟企业联合、
面向社会需求阶段，政府将会提
供教育、科技、财政方面的联合支
持，之后政府创投资金也将跟进
加大投入。③8

本报讯 （记者谭 勇）9 月 21
日，河南省建筑职工技能竞赛决赛
在郑州举行，全省共 24 支代表队
354 名选手参赛。副省长李亚宣
布决赛开幕并讲话。

据介绍，目前全省建筑业 650
万 从 业 人 员 中 ，技 术 工 人 仅 占
10%，高级技工、技师仅占技术工
人总数的 6.25%，劳动者业务素质
不高已经成为制约我省建筑业发
展的主要瓶颈。本次技能竞赛是
近 10 年来我省在建筑行业开展的
竞赛工种最多、规模最大、参赛范
围最广的一次活动，涉及抹灰工、

钢筋工、塔式起重机驾驶员、塔式
起重机信号员、室内设计员和镶贴
工等 6 个主要工种，获得各工种竞
赛第一名的选手，将由省总工会授
予“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李亚指出，举办本次技能竞
赛，不仅为全省建筑行业能工巧匠
展示技能水平搭建了一个平台，同
时，以竞赛促培训，通过参赛者的
示范，进一步激发广大建筑职工刻
苦学习和勇于实践的热情，带动从
业者不断提高文化水平、技能素质
和发展能力，在全行业形成爱岗敬
业、崇尚劳动的良好氛围。③9

本报讯 （记者董 娉）9 月 21
日 13 时 30 分左右，中国民航飞行
校验中心一架编号为 B-3643 的白
色小型飞机安全降落在郑州机场
第二跑道上。这架校验飞机在 11
天累计近 60 小时的校飞中，进行
了大量的数据测试。圆满完成各
项校验任务后，中国民航飞行校验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在 校 验 报 告 上 签
字。这标志着机场二跑道飞行校

验工作顺利完成，已经具备试飞条
件，同时标志着郑州机场二期工程
投运正式进入“倒计时”阶段。

据悉，经过参建人员夜以继日
的连续施工，机场第二跑道和两个
滑行道（郑州机场第一跑道只有一
个滑行道）终于如期建成。现在，
第二跑道和滑行道的标志、标线、
灯光等工程已经完工。据二期工
程指挥部技术人员介绍说，第二跑

道和滑行道系统是二期工程的主
要工程之一，位于郑州机场 T2航站
楼正北面，与现有的一跑道和滑行
道平行，呈东西走向，跑道长 3600
米，宽 60米，跑道等级为 4F，是目前
等级最高的跑道，建成后可起降世
界上最大的民航客机——载客达
850 人的空客 A380。

为保证飞行安全，跑道在投入
使用前必须进行飞行校飞和试飞，

其中校飞就是使用装有专门校验
设备的飞行校验飞机，按照有关规
范，检查和评估各种导航、雷达、通
信等设备的空间信号质量及其容
限，以及机场的进、离港飞行程序，
并依据检查和评估结果出具飞行
校验报告。校飞是民航机场开放
和航路运行的最基本的前提之一。

据了解，此次飞行校验工作从
9 月 10 日起到 9 月 21 日，其间，中

国民航飞行校验中心机组人员在
郑州机场进行了数十次的起降、盘
旋，飞机有序完成了对机场跑道、
导航设备、助航灯光设施及飞行程
序等各项课目的校验，圆满完成此
次飞行校验任务。根据计划，机场
二跑道下个月将迎来校验通过后
的“实战演习”——试飞，以确保跑
道具备使用条件，为年底投运奠定
基础。③9

本报讯（记者李旭兵 王绿扬）
“走进中原大地，领略变中求
进，变中取胜新气象”，9 月 21
日上午，第 13 届“网上看河南”
采风活动在郑州启动。来自人
民网、新华网、新浪客户端、凤
凰客户端等 30 余家全国媒体
和省内主流媒体的编辑记者参
加了启动仪式。

省网信办负责人当天介绍，
此次“网上看河南”的采访主题，
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

注。此次活动，旨在紧紧围绕
“四个全面”战略部署、三大国家
战略规划和“四个河南”建设目
标，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和
优势，着力宣传我省大力实施稳
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强支撑、
惠民生等方面经验、做法，着力
宣传我省在大力推进先进制造
业大省、现代农业大省、高成长
服务业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中
的新思路、新进展、新成效，为实
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

营造良好的网上舆论环境。
此次采风活动为期一周时

间，媒体记者将兵分两路，到郑
州、开封、洛阳、南阳、鹤壁、长
垣等地进行采访，深入了解我
省文化产业、现代农业、现代制
造业、高科技产业等多个领域的
新变化。

据介绍，“网上看河南”采
风活动已经成功举办了 12 届，
已成为我省开展全国网络宣传
的一张重要名片。③7

“古今文化交相辉映，河南
魅力贯通古今!”9 月 21 日，参加
第 13 届“网上看河南”采风活
动的媒体朋友初到河南，就发
出了这样的感慨。

当天上午，采风团首站来
到郑东新区 CBD，宏伟壮观的
国际会展中心、设计新颖的河
南艺术中心不断“刷新”着采风
团成员对河南的认识。

“在我的想象中，郑州是一
个内陆传统城市，没想到现代会
展、文化设施这么漂亮。”多彩贵
州网记者李青走进河南艺术中
心大剧院，就被剧场中的人性化
设计深深折服，“大剧院中的细

节设计被发挥到了极致，连空调
都被分散在每个座椅的下方，使
人能在最舒适的环境中观看演
出。这个艺术中心面积大、功能
全，给观众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
文化生活场所。”

当天下午，采风团一行来
到八朝古都开封，首先映入眼
帘的开封西湖便给了大家一个

“惊喜”。“与济南的大明湖相
比，开封西湖兼有防洪、灌溉等
多重作用，功能更强，而且还将
按设计恢复历史上的皇家园林
景点，这是很少见的。”山东手
机报编辑蔡溦说。

“开封对传统历史文化的
发掘和整理让我印象深刻。”在
位于龙亭湖畔的“开封文化客

厅”四层楼里，人民日报海外版
海外网运营总监张超楠站在北
宋五大名窑精品展前细细品
味，频频拍照。他说，开封把很
多珍贵的历史文化实物挖掘出
来，像汴绣、古琴、木版年画、汴
京灯笼张、开封盘鼓、二夹弦、
麒麟舞等，并进行了生动展示，
不仅吸引人们的眼球，而且增
强了游客的现场体验。

行走于开封书店街，许多采
风团成员都被道路两旁古色古
香的建筑吸引，这里的各种小吃
引得大家争相品尝。当听到导
游介绍说这条街已有上千年的
历史，采风团的记者在啧啧称奇
的同时，建议当地广加宣传，吸引
更多游客前来参观。③8

□本报记者 李旭兵 王绿扬

本报讯 （记者张建新）9 月 21
日，省委政法委机关组织召开“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二次学习研讨
会，围绕“严以律己，严守党的政治
纪律和政治规矩”这一主题进行深
入研讨交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刘满仓强调，要严守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打造过硬政法队伍。

学习研讨期间，省委政法委机
关厅级领导干部结合个人思想和
工作实际，认真对照习近平总书记

“七个有之”告诫和“五个必须”要
求，以严重违纪违法反面典型为镜，
查摆自身存在问题和不足，剖析原
因，提出改进措施和努力方向。

刘满仓强调，“严以律己”就是
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
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
政清廉，管住自己。政法队伍是捍
卫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

保持一身正气、自身干净、自身过
硬。要坚定政治信念，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信仰不动摇。要牢
记共产党员的身份，时刻保持组织
意识、组织观念，旗帜鲜明地同有
损共产党的言论和行为作斗争。
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在政治上、
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绝对
一致。要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
规矩，不作风散漫，不放松小节，不
推诿扯皮，不揽功推过，不急功近
利，任何时候不做愧对组织的事
情。要算好政治账、经济账、自由
账、家庭账、健康账、名声账，时刻
把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牢记心中，
落实到行动上，真正通过“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转变工作作风，打造
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
良的政法队伍。③9

尹晋华在省委巡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巡视工作条例
全面规范提升巡视巡察工作

中宣部授予李文祥“时代楷模”称号
赵素萍出席发布活动

二跑道飞行校验工作顺利完成

郑州机场二期工程投运进入“倒计时”

刘满仓在省委政法委机关“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第二次学习研讨时强调

严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
打造过硬政法队伍

多层次推动高校创新创业工作

河南省建筑职工
技能竞赛决赛举行
6工种第一名授予“河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第 13 届“网上看河南”启动

全国网络媒体聚焦河南发展新气象

隐显赫战功甘于平淡的
九旬老兵李文祥

“河南的魅力贯通古今”

网上看河南
领略新气象

9月21日，参加第十三届“网上看河南”采风活动的编辑记者，在河南地质博物馆参观采访。⑤3
王绿扬 摄

视觉 新闻

9月21日，中石化河南油田采油二厂测试工测试3103井液
面。该企业自主创新“氮气+化学辅助吞吐技术”，三年来累计
增油4.6万吨。⑤3 胡 强 摄

9月21日，位于焦作市的河南超威电源有限公司，工人们在进
行生产。该企业是专门从事动力电池和储能电池研发与制造的高
新技术企业，今年前8个月已实现利税1.2亿元。⑤4 杨 帆 摄

■相关新闻


